网络开放平台侵犯著作权问题辨析
——以“腾讯协议”为样本

熊 文 聪＊

内容摘要：开放平台是云计算环境下为满足网络用户个性化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全新技术手段和商业模
式，为此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值得关注与应对。平台服务提供者为第三方应用开发商及用户提供信息传播的
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其并没有跳出现有法律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范围界定。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
侵权的关键并非过错与否，而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或因果关系。平台服务提供者承担何种间接侵权
责任，应依照引诱侵权、替代侵权及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作具体分析，我国现行规则在此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是导致司法裁判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可参考国外相应做法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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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为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营销策略——开放
平台（Ｏｐ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应运而生。所谓开放平台，指一种以云计算为技术基础的网络服务模式，即所谓的
“平台即服务”。①面对网络中数以百万计的形形色色的个性化需求，单凭一家公司自身的力量显然力不
从心，开放平台则把网站的服务封装成一系列计算机易识别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Ｉ）或函数开放出
去，供第三方应用开发者使用，由此增加系统的功能。在开放平台中，平台服务提供者提供硬件、软件、
操作系统、软件升级、安全及应用程序托管等服务，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则可以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不
断开发出新的应用，并在平台上运营。②简言之，开放平台凝聚了众人的智慧，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成
本，提高了创新效率，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然而，开放平台甫一推出，
就面临诸多法律困扰，如信息利用、用户权益保护、产权归属等，而知识产权无疑是其中一大难题。在
＊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项目编号：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１５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４Ｔ７０４１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ＩＳＴ）权威研究，所谓“平台即服务”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ａＳ）是指用户可以利用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平台，使用云服务提供者支持的语言和工具，开发应用程序，并将其部署到云
服务提供者的云基础设施之上。用户不管理或控制此应用软件的底层基础设施，包括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或者存储，但是，用户可
以控制所部署的软件以及软件运行的配置。
②参见《２０１２ 中国互联网开放平台白皮书》第 １２ 页，载 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ｑｑ．ｃｏｍ／，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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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中，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可能复制、使用未经知识产权人许可的作品、技术方案、商标或外观设
计，网络用户也可能借助平台传播、分享涉嫌侵权材料。此时，平台服务提供者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
任，就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谨以《腾讯开放平台开发者协议》①（以下简称《腾讯协议》）为例证，以平台
服务提供者涉及的最典型侵犯知识产权类型——著作权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近
期司法实践，对开放平台中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展开探索性的思考，以求抛砖引玉。

一、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
开放平台是一个互联网及 ＩＴ 技术领域的新名词，但这并不影响通过分析和归纳相关主体的行为性
质来确立其法律上的地位。如前文所述，开放平台涉及平台服务提供者、第三方应用开发者、网络用户
及著作权人等四方主体，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如何界定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内涵，为此就有必要探讨现有
的法律概念——网络服务提供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ＩＳＰ）能否涵盖平台服务提供者这一问题。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
首先，应明确 ＩＳＰ 的含义及范围。ＩＳＰ 与网络内容提供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ＩＣＰ）有着显
著差异。ＩＣＰ 指信息内容由自己复制、选择、编辑，并通过网络向他人提供、传播，因此可能构成所
谓的直接侵权；而 ＩＳＰ 不直接提供信息内容，其系统中的信息内容是由其用户产生和提供的（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ＳＰ 仅仅为这些信息内容的存储、接入、搜索、链接、传播和分享等提供技术支持与便利条
件。如果 ＩＳＰ 就其用户利用此便利而产生的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主观过错（明知或应知），则可能承担所
谓的间接侵权责任。可见一方面，ＩＳＰ 的范围足够宽泛，可以容纳提供网络设施服务、提供接入服务、
提供主机服务、提供社交通信服务、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等各类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但这些类型又共
有一个实质性内涵，即仅提供服务，不提供内容！
我国无论是 ２００６ 年颁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还是经两次修改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一》
）
抑或 ２０１０ 年颁行的《侵权责任法》都没有给出 ＩＳＰ 的确切定义。
《条例》只是列举了“提供信息存储空
间”
、
“提供搜索、链接服务”
、
“提供自动接入服务”
、
“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和“提供自动缓存服务”等几
类 ＩＳＰ，并规定“未选择或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②。
《解释一》甚至将提供内容服务也作为 ＩＳＰ 的一种类型。③但“提供内容服务”是个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如
前文所言，提供“内容”与提供“服务”是相对应的，ＩＳＰ 显然不提供内容，而仅仅为用户所选定的内容
提供传输、存储或搜索等便利服务。遗憾的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解释二》）第 ３ 条仍然坚持了
ＩＳＰ 可以包括“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这一类型，
概念混淆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在所难免。
（二）平台服务提供者属于 ＩＳＰ
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ＩＳＰ 涵盖了多种不同技术类型的主体。
《条例》将 ＩＳＰ 分为四类——即自
动接入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缓存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存储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搜索链接网络服务提
供者，并分别规定了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同情形。基于开放平台的技术特点和商业模式，有学者结合
国际国内比较典型的开放平台（如亚马逊、微软、腾讯、百度）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得出，平台服务提
①载腾讯开放平台：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ｑｑ．ｃｏｍ／，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最后访问。
②参见《条例》第 ２０ 条、第 ２１ 条和第 ２２ 条。
③参见《解释一》第 ４ 条、第 ５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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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并没有突破目前著作权法特别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的规则体系，仍然扮演着单纯的提供网络技
术服务的角色：①即（１）提供信息存储服务；（２）提供搜索链接服务；（３）提供数据传输服务。
可见，平台服务提供者本质上仍然属于 ＩＳＰ，即通过提供信息网络服务，使得用户可以向互联网提
供信息或者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其仅为这些信息内容的存储、接入、搜索、链接、传播和分享等提供技
术支持与便利条件。

二、平台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直接侵权
应该说，
“直接侵权 ／ 间接侵权”这一对用语并不是我国法律规范中的现有概念，而是由美国司法
判例创造并成文化，进而通过学说继受引入到我国相关研究之中。有学者认为，在著作权领域，是否以
过错为要件以及行为本身是否应受权利人控制是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线。②笔者对此不敢苟
同。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尼案③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免遭直接侵权之诉乃是因为其对信
息内容的自动复制属于非自愿（ｎｏｎ－ｖ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ｌ）行为。在后来的 ＣｏＳｔａｒ 案④中，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以
索尼案为引证，强调“意愿（ｖｏｌｉｔｉｏｎ）”是判定直接侵权的重要要件。尽管著作权法并不要求侵权人知道
他正在实施侵权或蓄意破坏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却要求侵权行为必须是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作出的（ｉｔ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ｂｙ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ｗａｙ ａｎ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⑤依照《布莱克
法律词典》
（２００４ 年第 ８ 版）的界定，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指能够做出某一选择或决定的能力。可见，虽然美国著作权
法没有明确把主观过错作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却通过在客观行为中掺入“意愿”要件间接承认
了行为人的自主选择是其承担责任的必要前提。不仅如此，有学者还对美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所谓的严
格责任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符合著作权法的历史。⑥而我国的著作权法及相关民事立法并没有将“无
过错”作为侵犯著作权的归责原则，而《侵权责任法》更明确规定，无过错原则仅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
的情形，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高度危险等。
既然过错与否不是划定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线，那又该如何区分两者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创
造了这对概念的美国判例上来。在著名的 Ｎｅｔｃｏｍ 案⑦中，上诉法院认为：“虽然著作权法规定了严格责
任，但在本案中，被告的系统只是被第三方用于制作复制件，
（为认定承担责任所需的）意愿要件和因
（判例将其表述为“意愿”）不是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
果关系要件并未得到满足。”⑧可见，既然“过错”
权的要件，那剩下的就只有“因果关系”要件了。实际上，传统民法理论同样给出了共同侵权人承担连
带责任的根源——原因力或相当因果关系，如史尚宽先生指出，帮助侵权之所以构成共同侵权，是因为
“各自之违法行为关联共同为损害之原因或条件”⑨。也就是说，在“帮助型”共同侵权中，被帮助者实
施了最终的侵权行为，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帮助者则仅仅为其实施侵权提供工具、手段或其
他便利，在原因力或因果关系上是间接的，但又是不可忽略、不可原谅的。因此，辨别直接侵权与间接
侵权的界线只有一个——原因力之大小。
《解释二》对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做了最好注解，其第 ４ 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
①张钦坤：《云计算、开放平台与服务商版权责任》，载《电子知识产权》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
②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载《法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③ Ｓｏｎｙ Ｃｏｒｐ．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ｃ． ４６４ Ｕ．Ｓ． ４１７（１９８４）．
④ ＣｏＳｔａｒ Ｇｒｏｕｐ，Ｉｎｃ． ｖ． ＬｏｏｐＮｅｔ，Ｉｎｃ．，３７３ Ｆ．３ｄ ５４４（４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４）．
⑤ Ｉｄ，ａｔ ５４９．
⑥ Ｄａｎｅ Ｓ． Ｃｉｏｌｉｎｏ，Ｅｒｉｎ Ａ． Ｄｏｎｅｌ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５４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Ｌ． Ｒｅｖ． ３５１（２０１２）．
⑦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ｅｃｈ． Ｃｔｒ． ｖ． Ｎｅｔｃｏ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ｃ’ｎ． Ｓｅｒｖｓ．，９０７ Ｆ． Ｓｕｐｐ． １３６１，
（Ｎ．Ｄ． Ｃａｌ． １９９５）．
⑧ Ｉｄ，ａｔ １３６８－１３７０．
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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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
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
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最高人民法
院将“共同侵权行为”做了最狭义上的界定——即“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而仅
为上述信息内容的传播提供媒介、空间或其他便利的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所谓“提供信息内容行
为”就成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词，对此，
《解释二》第 ３ 条第 ２ 款加以了明确：“通过上传到网络服
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
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
款规定的提供行为。”由此可见，
《解释二》与美国 ＤＭＣＡ 的做法是一致的，即判断“提供信息内容行为”
的关键在于确定此信息内容是由谁主动、自愿地将其置于网络系统之中。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平台服务提供者属于 ＩＳＰ 的一种类型，其涉嫌侵权材料是由第三方应用开发者
或网络用户主动上传、复制、使用或传播，平台服务提供者仅仅是为侵权材料的传播提供了媒介、空间
或其他便利，且没有对其收到或发送的材料之内容加以改动，在原因力上是间接的，故不可能承担直接
侵权责任。这种业务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被“广泛应用于合法的、不受争议的用途”，是一种中立性
的技术服务。恰如 《世界版权公约》第 ８ 条的议定声明中所指出的：“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进行传
播提供实物设施不致构成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

三、平台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
一般而言，间接侵权包括三种情形，即引诱侵权、替代侵权和帮助侵权。笔者分别就这三种情形的
构成要件，分析平台服务提供者可能面临的侵权风险。
（一）引诱侵权
引诱侵权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 Ｇｒｏｋｓｔｅｒ 案①中创立的概念，其有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行
为人主观上有希望或纵容他人实施侵权的故意；第二，行为人客观上有积极诱导、鼓励他人实施侵权
的行为。就平台服务提供者而言，很难从常态中推出其满足这两个要件。相反，
《腾讯协议》中腾讯强调
自己是“中立的平台服务提供者”，
“因用户使用应用产生的任何问题、责任等，由开发者单独向用户负
责并承担一切责任，与腾讯无关”；②开发者的应用程序，或者由用户使用应用服务产生的内容，如果
违反法律法规，损害他人权益“引起的纠纷、赔偿责任等一概由开发者自行承担”。③除此之外，为防范
法律风险，腾讯还设立了“通知—删除程序”。④
但腾讯开放平台是否真正“中立”呢？笔者注意到《腾讯协议》直接将推广规定为开放平台服务的
组成部分。腾讯提供有所谓的“广点通服务”，通过“ＱＱ 空间”、
“朋友”
（ｐｅｎｇｙｏｕ．ｃｏｍ）等推广资源平台，
向其用户推荐第三方开发之应用。⑤不过，这种推广并不能被视为是积极诱导、鼓励第三方实施侵权，
因为并非所有应用都包含侵权内容，创造开放平台的初衷也只是为了促进信息的获取与传递、降低搜
索与交易的成本，故具有“实质非侵权用途”。⑥因此，很难就此得出腾讯具有引诱侵权的主观意图和客
观行为。
① Ｍｅｔｒｏ－Ｇｏｌｄｗｙｎ－Ｍａｙ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ｃ． ｖ． Ｇｒｏｋｓｔｅｒ，Ｌｔｄ．，５４５ Ｕ．Ｓ． ９１３（２００５）．
②《腾讯协议》第 ２．６ 条。
③《腾讯协议》第 ２．７．２ 条和第 ２．７．３ 条。
④《腾讯协议》之附属规则 ６：腾讯开放平台侵权投诉反通知指引。
⑤《腾讯协议》第 ４ 条。
⑥美国索尼案创造的“技术中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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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代侵权
著作权法中的替代侵权源自一般侵权法中的监管者责任，如在 Ｄｒｅａｍｌａｎｄ 案中，法院认为舞厅老板
对他人在其舞厅进行涉嫌侵权的表演负有责任。①后来，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延续了这一概念。②
故此，替代侵权具有两个构成要件：其一，对侵权行为有监督和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其二，从侵权行为
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笔者注意到《腾讯协议》约定：开发者在应用发布前，需要向腾讯提交能够证明
自己对应用享有版权或同等权利的证明材料和经营资质证明。③而且，在发布应用、相关信息、内容及
对其进行编辑、修改和更新之前，开发者都必须经过腾讯的“确认”。④如果发现违法行为或侵权行为，
腾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时单方面地删除任何有关信息和内容，甚至于终止提供平台服务，并可以
惩处第三方开发者。⑤
从这些约定能否推出腾讯具有监控的能力和权利呢？笔者认为这值得思考。首先，这些约定是腾讯
为了避免遭受侵权指控的事先防御措施，对第三方开发者起到一种警示和威慑作用，很难说现实中腾讯
能够对第三方开发者发布的所有信息内容进行没有遗漏地审查。其次，即使腾讯能够做到没有遗漏的审
查，那也是因为开放平台是一个新鲜事物，打算或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发布应用的开发者目前为数不多，
腾讯因此能够做出事先及同步监控。这就好比上述“舞厅案”一样，舞厅的容量毕竟有限，舞厅老板能够
做到随时监控。但开放平台毕竟不是舞厅，一旦技术成熟，且获得广泛认知后，网络的扩散效应是无法
比拟的。此时，腾讯便很难做到事先及同步监控。最后，替代侵权中的“监督和控制的能力和权利”是立
法者的认定，而非当事人的约定，这里面有价值考量的因素。也就是说，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立法者是
应该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还是让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然后再评判其对权利人的损害程度，这需要深入思
考。著作权法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对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保持了一种谦抑态度，从而
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对待 ＩＳＰ 侵犯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各国的立法共识是：ＩＳＰ 不承担事先的监管
和审查义务。如美国 ＤＭＣＡ 规定，
“除非是为了符合标准技术措施的要求，任何避风港都不得解释为要求
ＩＳＰ 对其服务进行监督，或者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线索”⑥。欧盟指令则规定，成员国不得要求 ＩＳＰ 承担审
查传输存储信息以及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一般义务。⑦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当匆忙认定腾讯具有事先监
控的能力和权利。
至于第二个构成要件——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从《腾讯协议》和腾讯目前的实际操作
来看，腾讯的确从应用开发者那里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如作为开放平台推广服务的回报，第三方开
发者需要向腾讯支付平台服务费。⑧但我们很难就此认定腾讯的这些收入是直接来自应用开发者的侵
权所得。如果腾讯真正做到了协议中提及的事先及同步审查、监管的话，就更明确否定了这一推论。退
一步讲，即使著作权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腾讯确实从应用开发者的侵权所得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
且腾讯目前也有能力和权利监控实施该侵权行为的应用开发者，符合美国法中的替代侵权构成要件，
却很难在中国法中找到裁判依据。因为不论是我国《著作权法》还是《民法通则》，都找不到“替代责任”
① Ｄｒｅａｍｌａｎｄ Ｂａｌｌ Ｒｏｏｍ，Ｉｎｃ． ｖ． Ｓｈａｐｉｒｏ，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Ｃｏ．，３６ Ｆ．２ｄ ３５４，３５５（７ｔｈ Ｃｉｒ． １９２９）．
② Ｇｅｒｓｈｗ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ｒｐ． ｖ．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 ，４４３ Ｆ． ２ｄ １１５９，ａｔ １１６２（２ｄ Ｃｉｒ． １９７１）；Ｐｏｌｙ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 Ｐｕｂ．，
Ｉｎｃ． ｖ． Ｎｅｖａｄａ ／ＴＩＧ，Ｉｎｃ．，８５５ Ｆ． Ｓｕｐｐ． １３１４（Ｄ． Ｍａｓｓ． １９８４）．
③《腾讯协议》第 ５．２ 条。
④《腾讯协议》第 ２．７．１ 条。
⑤《腾讯协议》第 ２．７．２ 条。
⑥ Ｓｅｅ １７ Ｕ． Ｓ．Ｃ．§５１２（ｍ）．
⑦ Ｓｅｅ Ｅ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
⑧新华网：《腾讯正式宣布提高开放平台分成，超十万开发者获益》，载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ｔｅｃｈ／２０１２－０１／０６／ｃ＿１２１８３６１６７．
ｈｔｍ，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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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用语，即使《侵权责任法》的第 ３２ 条（监护人责任）、第 ３４ 条（用人单位责任）及第 ３５ 条（接受劳务
者责任）在一些学者看来属于“替代责任”而非“自己责任”，但法律显然没有将 ＩＳＰ 间接侵犯著作权归
入“替代责任”。
《条例》首次引入“替代责任”，其第 ２２ 条列举了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 ＩＳＰ 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五
项条件，其中包括“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条例》如此
规定不但有越权造法的嫌疑，更可能因欠缺“有权利和能力控制侵权行为”这一前提的限制，而导致“直
接获利”概念被司法实践任意解释乃至滥用，陷 ＩＳＰ 于不公之境地。据笔者了解，目前不少法院的态度
是，只要 ＩＳＰ 从其用户处获取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不论是否“有权利和能力监控侵权行为”，都必须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在不久前审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诉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
限公司和苹果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①中，法院认定苹果公司从第三方开发商收取的费用有两个来
源：一是提供开发工具、测试环境等的技术服务费；二是第三方开发商所获收益的分成，并认为这两
者均构成《条例》中所列的“直接获利”要件，故应承担共同侵害之责任。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首先，
平台服务提供者为第三方开发商提供一定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测试环境，只是为了保证开放平台的安全
性、稳定性和高效性，而无法推定平台方直接参与了涉嫌侵权软件的开发和运行。毕竟技术服务是一般
性的、中立性的，世界各国的立法也都没有把“收取技术服务费”作为“从侵权中直接获利”的方式。其
次，从应用开发商的收益中分成也不能据此推定平台服务提供者知晓并参与了侵权行为。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开放平台以营利为目的才得以存在。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 ＩＳＰ，苹果公司显然可
以与第三方应用开发商通过协议约定技术上的支持和利益上的分配，从中无法解读出苹果公司明知或
应知第三方应用开发商意欲或正在实施侵权，更无法解读出其“有权利和能力控制”第三方的侵权行为。
虽然苹果公司可能基于协议事先了解到第三方应用的部分内容，但很难说现实中苹果公司能够对第三
方发布的所有信息内容进行事先的一一审查。据笔者了解，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平台服务提供者对于第
三方应用开发者只能做到主体资格审查、权利登记证书等形式审查，很难做到权利归属、侵权与否的实
质审查。在此问题上，ＤＭＣＡ 第 ５１２ 条（ｍ）款明确排除了法院对第 ５１２ 条的任何款项作如下解释：ＩＳＰ
应履行积极义务来监管其服务以发现侵权活动，才能获得“避风港”的保护。②可见，在“通知—删除”
制度架构下，ＤＭＣＡ 将识别侵权者的责任分配给了著作权人。③这一规定无疑为美国传播技术的革新和
网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环境。
在法律移植和学说继受的影响下，我国不久前出台的《解释二》第 ８ 条第 ２ 款也委婉地指明，ＩＳＰ“未
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也便
不构成侵权。第 １１ 条进一步规定，ＩＳＰ 从网络用户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利的，仅仅是“负有较高的注意义
务”，而不能当然推定其事先已经知悉并有能力控制用户的侵权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有
权利和能力控制”不能理解为 ＩＳＰ 在收到著作权人的通知后，能及时发现涉嫌侵权者并移除涉嫌侵权
材料，而只能理解为有“事先”监控的权利和能力，因为 ＩＳＰ 之所以能够引入避风港免责，就是因其在
通常情况下无法事先知晓和控制其系统或网络上由他人提供的海量信息，如果仅仅因为 ＩＳＰ 从他人侵
权行为中获取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一单一因素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考虑其是否有权利和
能力事先控制此侵权行为，是否有对侵权行为“坐视不管”等其他因素，则避风港将演变为不折不扣的
①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二中民初字第 １０５００ 号。
② １７ Ｕ．Ｓ．Ｃ．Ａ．§５１２（ｍ）．
③ Ｓｅ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１０，Ｉｎｃ． ｖ． ＣＣＢｉｌｌ，ＬＬＣ，４８８ Ｆ． ３ｄ １１０２，１１１３（９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７）
（判决认为 ＤＭＣＡ 通知程序将监控侵权——识别潜在侵权
材料和大量文件侵权——的责任分配给了著作权人，我们不愿将这一重要责任从著作权人转移给 Ｉ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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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角”，与立法宗旨背道而驰。在 ２０１２ 年美国著名的 Ｖｉａｃｏｍ ｖ． ＹｏｕＴｕｂｅ 案① 中，联邦第二巡回上诉
法院强调，
“有权利和能力控制指 ＩＳＰ 能够移除或阻止其网络中的侵权材料之外的其它东西（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②这里的“其它东西”究竟意指何物，法院并未言明，但又引证了 Ｐｅｒｆｅｃｔ １０ ｖ．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案的裁判意见。在该案中，美国加州中区地方法院认为：如果 ＩＳＰ 对网络用户上传至其系统中的材料进
行了事先的预审，以评估这些材料是否满足其特定的布局、外观和内容等要求，即可以判定 ＩＳＰ 有权利
和能力控制。③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借此提示说，如果 ＩＳＰ 明知其网络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且对此
行为施加了不必要乃至频繁的实质性影响，则可以判定 ＩＳＰ 有权利和能力控制。④相比而言，中国上述
“大百科全书案”中法院对苹果公司是否“通过事先的审查和监督，已知或应知第三方应用开发商正着
手实施侵权”这一重要事实缺乏充分的表述与论证，而直接基于其在分销中获利这一片面因素而认定
其应承担责任，难以令人信服。
（三）帮助侵权
帮助侵权也有两个构成要件：其一，知道或理应知道他人正在或着手实施侵权行为；其二，为他
人侵权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工具或其他便利。⑤应该说，帮助侵权最难分析的便是第一个构成要件，特
别是何谓“理应知道”，这是判断平台服务提供者有无过错，进而可否援用“避风港”免责的关键。对此，
欧盟的态度是，虽然 ＩＳＰ 不承担事先主动审查和搜寻侵权活动义务，但又规定，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
国内法，要求 ＩＳＰ 为了监督和防止某种特定的非法活动承担合理注意义务。⑥至于“合理”的标准，则是
留待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的立法与司法来加以解释和发展的。而美国的 ＤＭＣＡ 则规定，ＩＳＰ“没有明
知侵权信息或侵权活动在网络系统中的存在，也不知道任何可以明显体现出侵权信息或侵权活动存在
的事实情况”⑦下，不属于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可见，如果相关信息仅仅达到了“可能侵权”程度，但没
有达到“显而易见”或“一目了然”的程度，ＩＳＰ 仍可获得避风港的庇护。
就我国的法律规定而言，
《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第 ３ 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
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知道”指“已
然明知”还是“不知但理应知道”，确实较为模糊。而《条例》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规定 ＩＳＰ 为服务对象提供信
息存储空间的免责条件之一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侵权的，第 ２３ 条但书条款则明确规定：ＩＳＰ 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时“明知或者应
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所谓“明知”即实际知道，它
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直接且清楚地知悉某种事实或状况；第二，指知晓某种信息或情况，而该信息或
情况会引起一般理性人对事实作进一步的探究或查询。⑧所谓“应知”，指推定知道，即对于某人基于合
理的注意就能了解的事实，法律推定其应该且已经了解该事实，而不论其事实上是否知情。⑨不仅如此，
推定知道也即赋予了被告相应的提供证据责任，以抗辩自己不知道，恰如研究者所言，
“应当知道”属
于推定故意，它是相对于现实故意而言的。现实故意是指有证据证明的故意，而推定故意是指没有证据
能够直接证明，但根据一定的事实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某种故意，行为人如果否认自己具有此种故意，
① Ｖｉａｃｏｍ Ｉｎｔ＇ｌ ｖ． 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ｃ．，６７６ Ｆ．３ｄ １９，
（２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２）．
② Ｉｄ． ａｔ ３８．
③ ２１３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１１４６，１１７３（Ｃ．Ｄ． Ｃａｌ． ２００２）．
④ ＹｏｕＴｕｂｅ，６７６ Ｆ．３ｄ ａｔ ３８．
⑤ Ｇｅｒｓｈｗ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ｒｐ． ｖ．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４４３ Ｆ． ２ｄ １５９（２ｄ Ｃｉｒ． １９７１）．
⑥ Ｓｅｅ Ｅ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ｃｉｔａｌ４７ ＆ ４８．
⑦ Ｓｅｅ １７ Ｕ． Ｓ．Ｃ．§５１２（ｃ）＆（ｄ）．
⑧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６ 页。
⑨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朝民初字第 ２１７３１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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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出反证。①笔者认为，第 ２２ 条的“知道”等同于第 ２３ 条的“明知”；第 ２２ 条的“有合理的理由应当
知道”等同于第 ２３ 条的“应知”。
《侵权责任法》与《条例》的表述不一导致了司法裁判的不统一，降低了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相比来说，对 ＩＳＰ 主观状态的要求，
《条例》比《侵权责任法》规定得更为科学合理，但即使是适用《条例》
第 ２３ 条的“应知”，然何谓“合理的注意义务”，法院的解释并不一致。如在“网络互联（北京）科技公司
诉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案”中，有用户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至被告的网
站，被告未能及时发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专门从事影视、娱乐等的视频分享网站，对用户上传
至其网站上的影视作品应有更高的审查注意义务”②。而二审法院则认为 ＩＳＰ 在主观上是“未尽到一般
注意义务的过失，而并非是未尽什么特别的更重的注意义务”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所谓“合理”
指“对以下两个方面给予同等的对待：一是他自己承担的加强预防的成本；二是其他人享受的，因预
防措施的加强而使事故的发生率和严重性降低所带来的利益。如果他所承担的成本大于预防措施给别
人带来的利益，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④。因此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判词中的“更高的审查注意义
务”与前述“事先的审查义务”并无二致，必然抬高 ＩＳＰ 的监控成本，而这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的。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情形是 ＩＳＰ 对用户上传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整理、分类或编辑，但是否能就
此推定 ＩＳＰ 已知或应知侵权行为呢？对此，不同法院的看法也不一致。在“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诉广东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腾讯公司作为信息存储空间的 ＩＳＰ，每
天面对存储空间的海量上传信息，要求其对每一个上传视频内容进行事先的版权审查，无论是技术上
还是商业上都是不可行的，这将导致信息存储空间这项互联网新业务无法正常开展。腾讯公司在接到
起诉状后已删除了相关内容，据此认定腾讯公司明知或应知用户上传的作品侵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
足。而二审法院却认为：
腾讯公司在其视频分享网站上设置了创造、娱乐、音乐、影视、游戏等栏目，此设置不仅便于
注册用户分类上传内容，也便于腾讯公司审核注册用户上传的内容。腾讯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影视、
娱乐等视频分享网站的服务商，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影视作品负更高的注意义务，但腾讯公司未尽
其应有的审查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存在应知的过错。⑤
笔者认为，不能从 ＩＳＰ 对其服务对象上传的信息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而当然推定其已知或应知侵
权活动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言，通过技术手段对海量信息进行自动化、格式化的分类、整理，仅仅是出
于为用户上传、存储或检索相关信息提供便利，从而提升网络效能之目的，而并不一定是为了鼓励、引
诱或帮助侵权活动。借由美国“索尼案”创造的“非实质侵权用途”标准来看，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具有
一般性、中立性，即使通过了整理分类，这些信息也仍然可能是纷繁多样且时刻处在变动之中。因此，
不能就此断然推定 ＩＳＰ 已经知晓或理应知道其网络系统中存在涉嫌侵权内容。美国 ＤＭＣＡ 中的“红旗标
准”指明，当有关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已经像一面色彩鲜艳的红旗在 ＩＳＰ 面前公然飘扬，以
至于处于相同情况下的理性人都能发现时，如果 ＩＳＰ 采取鸵鸟政策，装作看不见侵权事实，则可以认定
ＩＳＰ 至少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⑥换句话说，判定 ＩＳＰ“已知或应知”与否，并不在于从一般的、盖然
的状态下推测出什么，而在于通过特定的、具体的、明显的事实足以断定 ＩＳＰ 已然知晓侵权活动的存在。
①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载《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７ 期。
②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浦民三（知）初字第 ４４０ 奶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沪一中民五（知）终宇第 １９ 号民事判决书。
④［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４９５ 页。
⑤叶若思、祝建军：《视频分享网站帮助侵犯著作权的认定》，载《科技与法律》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⑥ Ｓｅｅ Ｍｅｌｖｉｌｅ Ｎｉｍｍｅｒ ＆ Ｄａｖｉｄ Ｎｉｍｍｅｒ，Ｎｉｍｍｅｒ ｏ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Ｍａｔｔｅｗ Ｂｅｎｄｅ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２Ｂ．０４［Ａ］
［１］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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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学者所言：“权利人对于自己产品更了解，其更具有比较优势来识别所存在的侵权行为和产品。如
果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概括知道的侵权责任，其唯一的选择就是限制产品的出售，这无疑会损害消
费者的选择。如果仅仅因概括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服务提供者将处于动辄
得咎的境地，以至会抑制大量的合法交易，损害消费者利益。”①可见，苛以 ＩＳＰ 过高的注意义务，必将
抑制其技术革新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其结果可能是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

结 语
开放平台虽然属于云计算环境下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但其引发的侵犯著作权问题并没
有超越现有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对平台服务提供者为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及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内
容传播的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这一行为属性的分析与归纳，不难看出其仍然属于 ＩＳＰ 的某一类型，在涉
嫌共同侵权的原因力上是间接的，也便不太可能承担所谓的“直接侵权”责任。当然，如果其满足引诱
侵权、替代侵权或帮助侵权的具体构成要件，则应当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在我国现有著作权立法文
本中，ＩＳＰ 与 ＩＣＰ 的概念混淆、
“间接侵权是否属于共同侵权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不确定性、替代责
任中欠缺“有监督和控制侵权的权利和能力”要件、帮助侵权中的“应当知道”的判定标准不一等诸多
不足是导致困扰司法实践、威胁法制公平、效率、稳定和权威性的主要问题，理应及时加以澄清与修正，
从而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铺平道路。

On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Network Open Platform
——Take “Tencent Agreement” for Example
Xiong Wen-c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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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ｉｃ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ｄｏｎ’ｔ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ＳＰ’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ｙ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ｍｅｎ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Keywords：ｏｐ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ＳＰ；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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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分析》，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

·110·

杨）

